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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青岛电 （记者张志龙、陈国
峰） 中国棉花协会会长戴公兴 6 月 20 日在山
东青岛表示，2019 年度中国植棉面积 4816 万
亩，保持稳定。戴公兴在当日开幕的 2019 中

国国际棉花会议上说，近5年来，中国实施了包
括新疆棉花目标价格、储备棉轮换政策、改革
进口棉配额发放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棉花
面积产量和市场预期都保持相对稳定。

今年植棉面积 4816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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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动作频频。6月21日，A
股纳入富时罗素全球指数启动仪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举行，富时罗素宣布将 A 股纳入其全球股票指数体
系，并于 6 月 24 日开盘时正式生效；在此几天前，沪
伦通正式启动；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透露，研究适度
放宽甚至取消 QFII额度管理；上月中旬，全球最大指
数公司明晟 （MSCI） 宣布将把现有 A股的纳入因子从
5%提高至10%……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已经按下
了“快进键”，力度持续加大。近期，股市、债市、期
市等市场都有望迎来系列开放新举措，更多境外资本
将会进入中国市场。

A股外资流入规模将增加

继MSCI去年将A股纳入其新兴市场指数后，中国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迎来又一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事
件：A股顺利纳入富时罗素指数。

据悉，此次有超 1000 只 A 股入选富时罗素全球股
票指数系列，纳入流程将从2019年6月至2020年3月分
三步完成。

瑞银中国证券业务主管房东明表示，A股“入富”
有望为市场带来1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6月将有20亿
美元资金净流入。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对本报
记者分析，A股已先后纳入MSCI、富时罗素全球指数，接
下来还将纳入标普道琼斯指数。世界三大指数公司都将
A股纳入其全球指数体系，意味着 A股进入了国际资本
配置资产的篮子中，凸显了国际投资界对中国经济和中
国资本市场的认可。“未来随着份额的提升，将会有更大
规模、更高质量的资本进入中国股市。”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年初曾表示，预计今年
外资流入中国股市规模会进一步增加，6000 亿元规模

可以预期。知名投行摩根士丹利此前发布的研报称，
2019年将成为A股外资流入规模的“纪录之年”。

拓宽双向跨境投融资渠道

就在 A 股“入富”当周的早些时候，中国证监会
和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发布联合公告，原则批准上海
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开展沪伦通业务，沪伦
通正式启动。

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启动沪伦通是中国
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重要探索，也是中英金融领域务
实合作的重要内容，对拓宽双向跨境投融资渠道，促
进中英两国资本市场共同发展，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建设，都将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沪伦通可以成为加深英中金融合作、扩大中国资
本市场准入的一项变革，这不仅对英中是个好消息，
也将给全球经济带来好处。”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
员会主席孟珂琳说。

知名投行摩根大通也认为，沪伦通的开通一方面
有助于拓宽 A 股上市公司境外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推
进优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布局；另一方面也为国际投

资者更深度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
果提供了全新的途径。

在董登新看来，沪伦通是沪港通与深港通的升级
版，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期
待其早日实现双向开通，给双方投资者带来更多投资
机会和好处。”

市场吸引力强增长空间大

近年来，包括股市在内，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步伐
持续加快：针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人民币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 取消相关资金汇出比例
限制、本金锁定期要求；QFII 总额度增至 3000 亿美
元，RQFII 试点地区扩大到荷兰；大幅放宽证券基金
期货行业外资股比限制；沪深股通额度扩大4倍，北向
看穿机制正式实施；铁矿石期货、精对苯二甲酸

（PTA） 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中国债券纳入彭博巴克
莱全球综合指数……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日前指出，下一步，证监会将
加快推进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确保 2021年前完全取
消证券期货行业的外资股比限制，并进一步修订完善
QFII/RQFII制度，深化和完善境内外股票市场互联互
通机制，逐步扩大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在条
件成熟的商品期货品种引入境外交易者，进一步提升
证券期货市场对外开放水平等。

“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门已经打开，接下来应着力推
动各项开放措施落地，同时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改革，提
高监管的规范性和透明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等，进一步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董登新说。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指出，目前中国资本
市场中境外投资者的比重仍然较低，未来具有较大的
增长空间，境外资本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潜力大，这
将是未来中国国际收支结构演变的一个重要特征。

A股“入富” 沪伦通启动 MSCI提升A股权重

资本市场开放按下“快进键”
本报记者 邱海峰

A股“入富” 沪伦通启动 MSCI提升A股权重

资本市场开放按下“快进键”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本报北京 6月 21日电 （记者杜海
涛）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
悉， 截至去年末，全国纳入粮食产业经
济统计的企业达到2.3万户，年工业总产
值突破 3 万亿元；产值超千亿元省份 11
个，其中，山东省突破 4000 亿元，江
苏、安徽、广东、湖北、河南 5 省均超
过2000亿元。2018年，全国各类涉粮企
业实际加工转化粮食5.5亿吨，粮食加工

转化率达到83%。
近年来，全国粮食系统加快推动粮

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用好“粮头食
尾”和“农头工尾”这个抓手，大力推
进粮食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发展精
深加工。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增加专
用型品种、功能性食品的有效供给，促
进初级加工、精深加工与综合利用协调
发展。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表示，要发
挥国内市场巨大的优势，用好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
业，壮大一批实力强、带动作用突出的
骨干企业。优化粮食产业区域布局，支
持主产区依托县域培育粮食产业集群。
精心谋划粮食机械装备产业提升行动，
加强关键技术自主创新，加快向自动
化、精准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粮食产业工业总产值突破3万亿粮食产业工业总产值突破3万亿

6月21日，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天气晴朗。黑龙江垦区各农牧场干部职工抢抓农时，开展玉米大豆夏管作业，田间
地头到处是一派繁忙景象。图为黑龙江垦区五大连池农场第三管理区职工驾驶机车对玉米进行深松追肥作业。

陆文祥摄 （人民视觉）

夏 至 节 气 夏 管 忙

6月21日，2019年中国6·21国际乐器演奏日主会场活动在江苏省泰兴市黄桥
镇音乐生态湖畔举行。共有55支演奏团队、5000多人参与当天的演出，参演乐器
品种多达 20 多种，观摩人数达 6 万多人。近年来，黄桥的乐器文化产业发展迅
猛，提琴产量占国内的70%、全球的30%，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提琴产业之都”。
图为参与演奏的孩子们。 本报记者 郑 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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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
每当客人来访，苗族同胞都会
烧火架锅为客人打油茶，“龙
胜苗族油茶制作技艺”已被列
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如今，随着旅游业的发
展，苗家油茶越来越受到广大
游客的喜爱，成为当地旅游美
食中一块“金色招牌”。图为
6月20日，在龙胜各族自治县
伟江乡新寨村，苗族同胞在制
作油茶粑粑果。

黄勇丹摄 （新华社发）

深山苗寨
油茶飘香

在法国举行的第 53 届
巴黎航展上，19 家中国航
空航天企业携最新产品和
设备精彩亮相，在展现整
体实力的同时，积极寻求
与国际伙伴合作共赢，拓
展事业发展“朋友圈”。图
为日前在第 53 届巴黎-布
尔歇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

（巴黎航展） 上，人们在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展台参观。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中国展团
巴黎亮相

本报北京6月21日电（记者邱海峰） 20
日，东软集团在京发布 Newsroom 融媒体平
台，并宣布其媒体融合发展战略。

东软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发布的东
软 Newsroom 融媒体平台由业务中台、数据中
台、技术中台三个中台以及可灵活搭配的小前
台组成，可支持电视、电台、报纸、网站、新闻客
户端、微博、微信、户外大屏等全媒体端的“策、

采、编、发、评、效、数”全流程优化与升级，为媒
体业务的快速迭代提供支撑，满足各级融媒体
中心的业务需求。

据悉，东软Newsroom融媒体平台及其相
应的全媒体内容生产、报道指挥、大数据、
人工智能、移动办公等服务组件，目前已在
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国日报社、广州广
播电视台等媒体机构得到推广和应用。

据新华社杭州电 （记 者马剑、朱涵）
2019 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 6 月 19
日闭幕。据初步统计，全国双创周期间，杭州梦
想小镇主会场参与主题展示的创新企业涉及
全国30个省份，累计对接项目300余个。

2019 年全国双创活动周于 6 月 13 日至 19
日举行，主题是“汇聚双创活力，澎湃发展

动力”。本届活动周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主办城
市，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
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同步举办。

2015 年，国务院决定每年举办全国双创
活动周，并先后在北京、深圳、上海、成都
成功举办四届，已经成为创新创业者碰撞思
想、交流成果、展示风采的重要平台。

双创活动周取得丰硕成果

东软融媒体平台在京发布


